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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体坛

2018赛季亚冠分组揭晓

恒大出线形势较为乐观

遗失声明
珠海德弦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04007993547656，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瑞佳电器维修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40400000156748，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永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珠海分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号：6-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440400323316413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启航五金有限公司（纳

税人识别号440401696490115）
遗失广东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
发票（限额千元版）存根联3份，发
票代码：144001501534，号码：01
822169、01822170、01822171，
已填用已盖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京瓷精密工具（珠海）有限公

司工会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 号 J5850011962302，编 号
58100469438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赵开颜遗失销售不动产统一

发票（电子）（发票联及办证联）2
份，地址：珠海市昌盛路376号
168栋503房，发票代码244041
009010，号码 05786509，金额：
706925 元；号码 00109762，金
额：690000元，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金湾区云朵咖啡厅遗失广东
省地方税收通用定额发票(壹拾
圆)（存根联）650份，发票代码244
001500441，号码84945801-84
946450，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金湾区魔力小站按摩椅服务

部遗失广东省地方税收通用定额
发票(壹拾圆)（存根联）800份，发
票代码244001400442，号码766
47501-76648000，76648051-7
6648350，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深圳市金地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珠海分公司遗失已填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抵扣联）5份，发票代
码：4400172130，发票号码：1108
4817、11084816、11087211、110
82664、10455427，已盖发票专用
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珠海市金利源土石方工程有

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33824
5224F，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恒宇新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已填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
联、发票联）1 份，发票代码：
4400172130，号码：04480002，
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珠海对外经济劳务合作有限

公司陈就遗失因公赴港澳通行
证，证件编号：K90698352，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福昌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404007929672358，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金海岸祥琳饺子馆遗失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粤（地/国）税

字320124600708102号，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祺程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遗失两张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
证原件，车型为：力帆迈威手动精
英型1.8L，（车辆型号：LF6440C）
颜色：皓月白。一、车架号为：
LCN64EE57H0003134，合格证
编号为：XW0960000178815，发
动机号为：L170300406，二、车架
号为：LCN64EE5XH0003256，
合格证编号为：XW09X0000178
781，发动机号为：L170300008，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珠海市南屏霞霏商行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44040860004396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金湾区朗日商店遗失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44040460002512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斗门区白藤包味轩糕点店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三灶镇鲁香餐厅遗失广东省

地方税收通用定额发票（10元）
20本（1000份），发票代码24400
1500441，号码：32184851-3218
5850，空白未盖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城泰福商行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40402600461023；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横琴杰晟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850015776502，编号：5810-
05768751、机构信用代码证，代
码 ： C1044040201577650H，
NO.0037946875，声明作废。

权威发布

咨询热线：0756-2611111

收费标准：标题90元，内容5元/字；
个人证件：100元/证（50字内）。

本报讯 北京时间12月
6日，2018赛季亚冠分组抽签
仪式在吉隆坡进行。中超冠
军恒大遇到日本天皇杯冠军、
韩国球队济州联以及泰超球
队武里南联。申花则与悉尼
FC、日本联赛亚军鹿岛鹿角
和附加赛E3.1水原三星所在
区同组。

此外，两支需要参加附
加赛的中超球队，权健过关
后将在小组赛遭遇韩国联赛
冠军全北现代，以及中国香
港的杰志队。上港过关，则
会在小组赛与日本联赛冠军
川崎相遇，此外，同组还有澳
洲球队墨尔本胜利和韩国足
协杯冠军蔚山现代。 (钟文)

本报讯 北京时间12月6
日16时30分，2018年亚冠联
赛小组赛抽签仪式在马来西亚
吉隆坡AFC总部进行。中超
冠军广州恒大与日本天皇杯冠
军、泰超劲旅武里南联以及韩
国联赛亚军济州联同分在G
组。而就这个小组来看，广州
恒大综合实力明显占优，故而
出线形势相对乐观一些。

夺取中超7连冠的广州恒
大，显然是这个小组中实力较
强的球队。此前两个赛季，广
州恒大一次止步于亚冠小组
赛，另一次则止步于亚冠1/4
决赛。可即便如此，仍旧没有
人敢轻视中超霸主。就这个组
其他球队的综合实力来看，实
力有限，恐怕很难给广州恒大
带来什么实质性的麻烦。

较之于澳超球队，中超球
队显然更愿意碰东南亚球队。
例如武里南联虽然是泰超劲
旅，但是实力相对有限，很难给
广州恒大带来什么压力。值得
一提的是，广州恒大与武里南
联曾在2012亚冠小组赛中同
组，双方各自拿到 1胜 1负。
当时，广州恒大之所以会输球，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过于轻敌。

较之于全北现代，济州联
在实力上无疑要差上一截。试
想，广州恒大连全北现代都不
畏惧，自然也不怵济州联。当
然，济州联是一支颇具战斗力
的球队，球风硬朗，攻防也较为
均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济
州联在进攻端战法丰富，得分
点非常之多。对此，广州恒大
必须要有所注意才行，否则很
有可能吃大亏。

除了武里南联与济州联之

外，广州恒大所要面对的另一
个对手，是日本天皇杯冠军球
队。从眼下情况来看，天皇杯
已进行到半决赛阶段，闯入四
强的分别是大阪樱花、横滨水
手，柏太阳神及神户胜利船。
除了神户胜利船，其他三支球
队在J联赛中的排名均相对靠
前，各自特点也较为鲜明。例
如大阪樱花进攻更强，柏太阳
神与横滨水手更注重攻防均
衡。

可无论是谁拿到天皇杯冠
军，似乎都不足以给恒大带来
致命压迫。要知道，恒大在亚
冠赛场曾面对过横滨水手、大
阪樱花与柏太阳神，在交锋战
绩方面占据优势。综上所述，
广州恒大在小组赛阶段只要正
常发挥，获得出线权应该是问
题不大。 （钟玲）

恒大亚冠解签：

实力占优 出线无忧
本报讯 2017 年 12 月 6

日，2018赛季亚冠抽签仪式在
吉隆坡举行。上赛季中超冠军
广州恒大淘宝队与日本天皇杯
冠军（待定）、韩国济州联、泰国
武里南联三队同分在G组。

抽签结束后，恒大俱乐部
表示：能够参加亚冠的队伍都
是强队。恒大队尊重每一个对
手，要充分准备，认真打好每场
比赛。

对于新赛季的目标，恒大
明确表示：球队2018赛季的目
标就是实现中超八连冠，第三
次夺取亚冠冠军。为了实现这
个目标，恒大直言：新赛季将坚
定不移地继续贯彻“董事长领
导下的主教练负责制”，球队和

教练组一切事务都由主教练负
责，主教练在“球员的管理、球
队的管理和比赛场上拥有绝对
权力”。俱乐部将进一步狠抓
队伍建设，重奖重罚，从严管
理。

2018 赛季中超有 4支球
队参加亚冠联赛及资格赛，对
此恒大也坦言：近几年中超联
赛水平明显提升，中超球队在
亚冠赛场的竞争力越来越强，
希望与中超其他球队携手共
进，为国争光。

据了解，恒大队将在明年
1月初重新集中，集中后将在
广州恢复训练一段时间，然后
进行海外拉练，备战2月中旬
开始的亚冠小组赛。（于静）

希望在亚冠赛场为国争光

恒大：和中超队携手共进

本报讯 北京时间12月6
日，2018赛季亚冠小组赛抽签
仪式举行，代表J联赛出战的
四支队伍分别是川崎前锋、鹿
岛鹿角、大阪樱花以及天皇杯
冠军（横滨水手、神户胜利船与
柏太阳神三队其一）。

这其中本赛季亚冠冠军浦
和红钻无缘下赛季亚冠，颇为
尴尬。更令人惊愕的是这是连
续两年发生上赛季亚冠冠军不
能参加下赛亚冠比赛的局面。

本赛季在J联赛中浦和红
钻仅仅位列第7位。球队同时
在天皇杯中早早出局，这也就
意味着彻底无缘2018赛季的

亚冠赛场。
浦和红钻也步2016赛季

的亚冠冠军全北现代的后尘，
成为连续第二支当年亚冠冠军
不能参加下一年亚冠比赛的球
队。不过，全北现代的情况比
较特殊，全北现代是因为“贿裁
门”事件，遭到亚足联剥夺了参
加下一年资格的处罚。

亚足联应该向欧足联取
经。

早在2015年，欧足联就正
式确认，欧冠联赛冠军可以直
接获得下赛季欧冠资格，但遗
憾的是，亚冠联赛并没有这样
的规则。 （李强）

亚冠冠军次年竟没资格参赛

亚足联应学欧冠赛制

据新华社瑞士洛桑12月 5
日电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5日在
此间决定，禁止俄罗斯代表团参
加将于2018年举行的平昌冬奥
会，邀请符合条件的运动员以“来
自俄罗斯的奥林匹克运动员
（Olympic Athlete from
Russia）”名义参加个人或集体
项目，任何仪式不会出现俄罗斯
国旗和国歌。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经过讨
论，接受了由瑞士原联邦主席施
密德担任负责人的委员会做出的
《施密德报告》，该报告证实俄罗
斯在索契冬奥会期间存在系统性
操纵反兴奋剂系统的情况。

根据施密德委员会的建议，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暂停俄
罗斯奥委会的资格，决定即刻生
效。邀请符合条件的运动员参加
平昌冬奥会，无论参加个人或集
体项目的运动员将被冠以“来自
俄罗斯的奥林匹克运动员”的称
谓。他们身穿带有这一名字的比
赛服参赛，仪式上升奥林匹克会
旗，奏奥林匹克会歌。

此外，不允许俄罗斯体育部
官员出席平昌冬奥会。曾任俄罗

斯体育部长的穆特科和副部长纳
戈尔内赫终身不得参加奥运会。
取消索契冬奥会组委会首席执行
官切尔尼申科在北京冬奥会协调
委员会中的职务。暂停俄罗斯奥
委会主席茹科夫的国际奥委会的
委员职务。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做出决定：

禁止俄罗斯参加平昌冬奥会

新华社布拉格12月 5日电
2018年平昌冬奥会男、女冰壶落
选赛5日在捷克皮尔森打响。率
先出场的中国女队在大比分落后
的情况下上演绝地反击，通过最
后阶段的连续偷分成功以7∶6逆
转战胜东道主捷克队；中国男队
则以7∶4轻松战胜德国队。

中国女队在本次落选赛中派
出的阵容是一垒麻敬宜、二垒刘
金莉、三垒周妍和队长、四垒王冰
玉。

比赛一开场，中国队进入状
态较慢，上半场结束时中国队以
1∶5落后。

第六和第七局，两队分别在
自己的后手掷壶局拿到1分，双

方的分差仍维持在4分，但此时
中国队只剩下一个后手掷壶局，
而对手还有两个，形势十分严
峻。关键时刻，中国队稳住了阵
脚，先是在第八局后手掷壶拿到
1分，并在最后两局连续偷分成
功，将比分扳成了6∶6平，双方进
入加局较量。

加赛局中，中国队依然先手
掷壶，但是捷克队的四垒安娜·库
贝斯科娃最后一壶击打失误，中
国队剩下最后一颗黄壶离圆心更
近，而正是这1分帮助中国队完成
了大逆转，以7∶6战胜了东道主。

男子方面，中国队凭借稳定
的发挥以7∶4战胜德国队，同样
取得开门红。

冰壶奥运落选赛

中国男女队迎“开门红”

本报讯 2017CCTV体坛风
云人物年度评选初评工作日前已
经正式启动，全部153名候选人
名单5日揭晓。孙杨、徐嘉余、巩
立姣、苏炳添等名将分别入围各
自奖项的初评范围。12 月 19
日，各奖项前5名、共50名的提
名奖名单将正式对外公布。总评
投票将于 2018 年 1 月 20 日进
行，当晚还将在北京举行2017年
体坛风云人物年度评选颁奖盛

典，现场揭晓全部奖项的最终获
得者。

在初评候选的 153 人名单
中，孙杨、苏炳添、徐嘉余、谢震业
等名将入选年度最佳男运动员名
单，丁宁、朱婷、施廷懋、巩立姣等
也顺利入选年度最佳女运动员
名单。中国女排、中国跳水队、
中国花游队、中国男子国际象棋
队等进入到了年度最佳团队的评
选范围。 （刘艾林）

CCTV体坛风云人物初评名单揭晓

孙杨将角逐男子最佳

附：2018赛季亚冠分组

E组：全北现代（韩
国）、杰志（中国香港）、附
加赛 E3.4 天津权健所在
区、附加赛E3.2日本第四
顺位球队所在区

F 组：川崎前锋（日
本）、蔚山现代（韩国）、
墨尔本胜利（澳大利亚）、
附加赛 E3.3 上海上港所

在区
G组：广州恒大（中

国）、天皇杯冠军（日本）、
济州联（韩国）、武里南联
（泰国）

H组：悉尼 FC（澳大
利亚）、上海申花（中国）、
鹿岛鹿角（日本）、附加赛
E3.1水原三星所在区

A组：阿尔贾兹拉（阿联
酋）、阿尔阿赫利（沙特）、泰
拉克托（伊朗）、附加赛（卡塔
尔/乌兹别克）

B组：阿尔杜海勒（卡塔
尔）、阿尔瓦赫达（阿联酋）、
塔什干火车头（乌兹别克）、
附加赛（伊朗/印度）

C组：波斯波利斯（伊
朗）、阿尔萨德（卡塔尔）、阿
尔瓦斯尔（阿联酋）、附加赛
（乌兹别克/约旦）

D组：阿尔希拉尔（沙
特）、德黑兰独立（伊朗）、阿
尔赖扬（卡塔尔）、附加赛（阿
联酋/巴林）

东

亚

区

西

亚

区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瑞士
洛桑出席新闻发布会。新华社发

中国队
选手姜东旭
在比赛中投
壶。
新华社发

面对新赛季亚冠与中超，
卡帅已有对策？


